
生态文化引领出文旅融合产业秀色

文化特色引领出文化创意产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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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旧厂房遗存下来的工
业文化，在校地合作中体现出的
校园文化，文化名人留下的名人
文化……北碚区的文化，颇具特
色。

“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
我们利用这些文化特色，引领出

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北碚区
文化委负责人说。

北碚东阳街道是原轻工业
聚集地，闲置大量工业厂房，区
文化委、东阳街道通过引进有实
力的民营投资者，利用这些工业
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创意产业。

由国誉铭仁成都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投资的莫氏7度文化创
意产业园，利用东阳街道北源玻
璃厂闲置厂房，已于今年5月进
行改造建园。

据介绍，这一园区将在原有
厂房基础上进行艺术改造，秉承
北玻厂的历史文化基因，打造以
玻璃创意产业为特色的文创产
业园区。园区内将建设玻璃吹
制刻花体验空间、玻璃艺术工
坊、3D输出制作中心、体验式博
物馆，引导非遗进园区，开展文
创企业的孵化等。

重庆龙凤3号·国际科普文
创园也是一个利用工业文化打
造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个

位于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凤半
岛上的园区，规划面积约500亩，
其核心区利用的就是原重庆材
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旧厂区。

这个文创园由重庆材料研
究院、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海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新华
互联网学院联合打造，由重庆龙
凤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极
和优创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联
合运营。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
工，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三期（恐
龙文化主题公园）正在规划设计
中。这一文创园已于2017年11
月被命名为“重庆市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

据介绍，这一文创园里将进
行三大文化创意：一是“互联网+
特色服务”。包括互联网技术技
能教育培训服务、创业辅导服
务、投资发展服务、物业管理服
务、企业经营管理咨询服务等。
二是“互联网+特色体验”。包括
新材料研发体验、新材料推广运

用体验、现代金融数字创意体
验、国际恐龙科普文化体验、国
际恐龙文化创意体验、国际恐龙
主题公园体验、互联网科技产品
开发体验、互联网科技产品推广
运用体验、地方特色文化创意体
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体验、互联网+特色物质文化生
活服务体验等。三是“互联网+
特色创意”。包括特色文化创意
衍生文创商品开发设计、供应链
挑选及生产等服务，定制各类纪
念产品，包括3D打印恐龙模型、

“智造”古生物化石、天然奇石、
叶脉画等。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北
碚还努力进行校地合作，围绕西
南大学周边，利用学校的文化资
源和人才，打造环校园文化创意
产业带。如打造的天生溪流文
创半岛，占地面积50亩。这一园
区将打造十大半岛民国风尚文
化景点，植入艺展、民宿、餐饮、
咖啡等业态，建设文创基地等。

北碚 文创出特色 文旅有秀色

重庆两江艺术团依
托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

“以馆带团”的创新模式，
与公共文化服务相融共
生，走出了艺术院团服务
公共文化的全新模式，吸
引了大量的青年艺术人
才，成为文艺创作生产的
重要基地和平台，开创了
专业艺术院团全新的发
展模式。

近年来，重庆两江艺
术团快速发展，现已成为
我市最为活跃的文艺院
团中坚力量。艺术团现
有演职人员 60余人，是
一支以舞蹈为主体，音
乐、曲艺、戏剧、小品、杂
技、魔术为辅助专业的演
出团体。

重庆两江艺术团坚
持“创作为本”的发展理
念，年均创作文艺作品近
百件，先后荣获全国荷花
奖、群星奖、山花奖、金紫
荆奖等国际、国内大奖数
十项，多次入围全国舞蹈
比赛、全国少数民族舞蹈
比赛以及重庆舞蹈大赛、
重庆原创歌曲大赛、重庆
戏剧曲艺大赛、重庆声乐
比赛、重庆市安全生产文
艺比赛、重庆市乡村文艺汇演、重
庆社区文化艺术节等重要赛事并
获得多个奖项。

其中，舞蹈作品《高山流水》
荣获重庆市舞蹈比赛一等奖、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舞蹈类“群星
奖”、中国舞蹈“荷花奖”，并入选
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决赛；舞蹈
作品《山间红苗》入选国家民委、
文化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
秀舞蹈作品展演”；舞蹈作品《丑
角》获得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民族民间舞获奖提名，并入选
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舞蹈作
品《风·云》入选第十一届全国优
秀舞蹈节目展演；舞蹈作品《傲雪
红梅》获得“重庆市文艺创作展演
舞蹈类一等奖”；音乐作品《山里人
爱唱山里的歌》获评重庆市“五个
一工程”奖 、重庆市群众文艺展演
一等奖、重庆市第二届原创歌曲大
赛“十佳原创歌曲奖”和“表演金
奖”；快板《一碗回锅肉》获得重庆
市文艺创作展演一等奖；创排的
大型全景音舞诗画《两江风韵》作
为“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三
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展演
剧目在重庆大剧院公演，并入选

“2011重庆十大艺术事件”，现已
公演300余场；2016年推出大型
民俗风情歌舞集《巴山渝水》，广
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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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缙云山下，十里温泉城、金
刚碑历史文化街区等形成了生态
文化为支撑的文旅融合产业秀
色。北碚区文化委负责人说：“在
文旅融合中，北碚利用生态文化，
已引领出一片美丽的秀色。”

缙云山下的温泉度假区是依
托缙云山的生态以及山下的温泉
文化而打造成的。目前，在十里温
泉城内，已成功引进柏联SPA温
泉、悦榕庄度假酒店、心景缙云·国
际温泉度假中心、博海·江山逸项
目等，这些项目融温泉文化体验、
康体休闲、温泉养生于一体。

在十里温泉城内，北碚还引进
了总投资将达400亿元的恒大温
泉旅游健康小镇项目。这个总用
地约5000亩的文旅融合项目，将打
造五国温泉馆、温泉博物馆、温泉主
题酒店、温泉主题会议中心、主题商
业街、恒大医院、长乐园、康益园、颐
养园、亲子园、养老养生公寓、温泉
与中医养生度假相关产业。

目前，北碚利用温泉生态文
化，已开发温泉及温泉产品11个，
上榜中国旅游业最美中国榜，获

“休闲养生旅游城市”称号，并跻身
中国五大温泉旅游目的地，获“中

国最佳温泉旅游目的地”称号。
缙云山下的金刚碑古街，兴盛

于清朝康熙年间，距今有300多年
历史积淀，2002年被评为市级首
批历史文化街区。

在文旅融合中，北碚以保护为
主，引进一家民营文化企业，从
2017年 12月开始，围绕“活化原
址、住民保育”的开发主张，打造金
刚碑历史文化街区。

目前，金刚碑古街已完成投资
2.6 亿元，启动核心区修缮工程。
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过程中，完整
保留了具有历史气息的建筑泥墙、

石墙，恢复建筑屋顶绿化植被，原
真保护27条老梯道，维持原青石
铺装，不作打磨修饰，充分彰显古
镇的历史沧桑感。

在文旅融合中，利用修复后的
文物建筑，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打造
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
文化设施，引进北碚传统手工艺等
非遗项目注入文化业态。今年4
月，负责保护开发的九街集团已与
时代悲鸿文化艺术中心签订合作协
议，约定共同打造金刚碑美术馆。

在文旅融合中，北碚区还利用
独特的博物馆资源，推动文博旅游。

目前，北碚已完成世界佛学苑
汉藏教理院旧址、中国科学社生物
研究所保护修缮主体工程，实施陈
列布展并对外开放。启动北碚区历
史文化综合陈列展建设和逊敏书院
保护修缮工程，完善卢作孚纪念馆、
四世同堂纪念馆等展陈内容。盘活
了自然博物馆、卢作孚纪念馆等文
博资源，现在自然博物馆年均接待
游客超100万人次，已被成功评定
为4A级旅游景区，其他区内文博
纪念馆年接待游客量达46万人次。

生态和历史文化已为北碚引
领出文旅融合产业的美丽秀色。

缙云山下，以温泉
为特色的文旅融合产业
秀丽色美。

东阳桥旁，老旧玻
璃厂房正在变身为文化
特色产业园。

北碚，文创开始出
特色，文旅融合有秀色。

在第七届国际文博
会上，北碚将展示出北碚
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文
旅融合产业的秀色。

北碚展馆里，在“一
山一江一泉”特色资源
的背景下，通过江型玻
璃地台、吊顶造型温泉
泡池等，展现出“巴山夜
雨地，温泉故里游”的主
题，突出了北碚“生态人
文”之美。

在体验区里，通过
数字展示系统，西师出
版社、蔡家自贸区国际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金
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恒
大温泉康养小镇、大科
园、龙凤3号文创园等文
化企业项目，一一呈现
出来；非遗传承人现场
进行的玻璃彩绘、根雕、
烙画、瓷刻等非遗技艺
表演，还可与观展者进
行互动体验。

“文博会上展现的
只是北碚文化创意、文
旅融合产业的一角，而
实际的发展，比这精彩
得多。”北碚区文化委负
责人说。

两江艺术团原创作品《丑角》被评为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优秀剧目并入围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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